
C03回顾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编辑：常学艺 美编：魏巍今 日 德 州 <<<<

旅游揽金2 . 76亿

今年中心城区城建计划出炉

8833个个重重点点项项目目升升级级城城市市生生活活

出出售售抵抵顶顶房房源源
★东风东路、品质典范、绿色环保、配套设施齐全，毗邻高端大商业、

优质学区房、大型综合体豪宅，三室二厅二卫，169平方米(16层/33层)；

★品质典范，三室二厅二卫，140平方米(9层/11层)；

★品质典范，二室二厅一卫，94平方米(7层/11层)；

★成熟社区、交通便捷、经典一室一厅一卫，58平方米(3层/11层)；

绝高性价比，投资置业好机会，买到就是赚到。

咨询热线 : 0 5 3 4 - 2696692 18605341007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近日，记者了解到，
2015年中心城区城建计划出
炉，2015年共安排景区生态建
设，文化建设与公益事业，民
生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安全与保障，大社区、城
市综合体建设等6大类、83个
项目，年度投资153 . 16亿元。

民生改善方面，年度投资
35 . 74亿元。运河经济开发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对运河经济
开发区石家园棚户区、小庄棚
户区、粮局棚户区进行改造，
建设鑫芦悦城、芦庄、运河大
社区和德州七中安置楼。德城
区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对吕家

街、和平街、新湖大街、文化东
路、新岭中路、向阳南大街等
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另外还包
括，中心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
项目、德城区重点工程拆迁安
置项目。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
工程拆迁安置项目，中心城区

“三无”小区改造项目等7项内
容。文化教育与公益事业建设
方面，年度投资18 . 65亿元。包
括市生态科技医疗城医院建
设项目、德州二中规范化学校
续建项目、德城区第四实验小
学建设项目、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铁小学建设项目、中心城区
公交停车场建设项目等31项
内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包括迎创卫复审市政设施
改造提升项、规划11号线建设
项、站前街建设、南部生态片
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续建、东
沟上游改造等15个项目。

景区生态建设方面，年度
投资5 . 76亿元，包括岔河两岸
提升项目、杨庄河整体改造项
目、德城区横河综合整治项
目、减河生态湿地公园提升改
造项目等9项内容。城市安全
与保障，年度投资2 . 16亿元。
包括德州地下管线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提升完善
中心城区地下管线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功能，编制相关标准
规范，对部分隐患进行排查、

定位等。供热工程建设项目，
年对中心城区老旧管网、换热
站进行改造，新建部分供热工
程。供水工程建设项目、供气
工程建设项目等8项内容。

大社区、城市综合体建设
方面，年度投资83 . 45亿元。包
括沙王大社区续建项目、红
星·美凯龙国际广场城市综合
体项目、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
项目、唐人中心城市综合体项
目、蓝天百脑汇资讯广场城市
综合体项目、绿城城市综合体
项目、银座财富中心城市综合
体项目、万源广场综合体项
目、城隍庙市场改造项目等13
项内容。

3月1日，记者从德州市旅游局
获悉，2015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
市共接待游客42 . 45万人次，按可比
口径计算增长16 . 03%，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 . 7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增长17 . 52%。各个景区推出多个节
庆活动揽客，乡村采摘游成为备受
欢迎的出游方式。

本报记者 刘振

记者从德州汽车客运中心了
解到，春节7天汽车客运中心发送
旅客4 . 4万人，同比下降13 . 3%，大年
初一仅拉了35人。

汽车客运中心工作人员说，随
着私家车和高铁的日益发达，再加
上高速免费政策，汽车客运量出现
下降趋势，今年春节7天发送乘客
数量较去年下降13 . 3%。

本报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杨书敏

客运客流同比下降

本月3月1日讯(记者 李
榕) 自2月中旬起，德州市向
社会公布2015年市级“三公”
经费预算总额及各市政府组
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单位的部
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据
了解，2015年德州市本级通过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预算共9603 . 94万元，
整体较去年减少近40万。

根据《预算法》关于政府
预算信息公开的规定和市政
府工作安排，经德州市财政局
汇总，2015年市级预算部门，
包括市级行政单位(含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
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预算为9603 . 94万元。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184 . 01万

元，公务用车购置费400 . 89万
元 ，公 务 用 车 运 行 维 护 费
7 5 0 3 . 9 5万元，公务接待费
1515 . 09万元。

这是德州市连续3年公开
市直部门预算，今年的公开时
间较往年提前了3个月左右。

根据规定，市直部门的部
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由
各部门在各自门户网站上予

以公开。但是，截至3月1日17
时，记者经过多次查询，仍有
多个部门或是网站无法登陆，
或是没有设置专栏，通过上述
渠道均找不到公开的文件。在
已公布的部门中，德州市物价
局、德州市统计局、德州市粮
食局、德州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德州市体育局等多个部门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零元。

市级部门晒今年三公经费预算

整整体体预预算算较较去去年年减减少少近近4400万万元元

春节后德州城区首条可变车道启用，信号灯可对车
道内的车辆流向进行灵活调控，在直行红灯时车辆需右
转让行。不过3月1日午高峰时段，仍有部分不熟悉情况
的车辆在可变车道内停车等待，致使一辆响着警笛的急
救车辆被堵在车道内。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可变车道

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王乐伟 ) 今年6月，德

州市将迎来国家卫生城
挂牌后的第一次复审。3
月1日，记者了解到，德州
将开展“十大改造工程，
六大专项整治”，着力解
决影响城市卫生的重点、
难点问题，确保一次性通
过复审。

按照工作安排，十大
改造工程包括主次干道
改造提升、新建8处临时
性便民市场、老旧“三无”
小区改造、提升环卫配套
设施、城中村和城乡接合
部改造、旱厕改造与公厕
修缮、背街小巷改造、提
升城市绿化、污水水体治
理和墙体整修粉刷等十

个方面。
记者了解到，此次复

审迎检的范围是：北至北
外环，南至南外环，东至
减河，西至河北界。目前，
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
围绕重点工作，组织市直
责任部门和三区、街道
(乡镇)、社区(村居)，逐条
路、街、巷，进行了无缝
隙、全覆盖拉网式排查。

据悉，计划在2015年
5月底前各项复审迎检任
务基本达标；6月底前，通
过省爱卫办专家组考核
验收；7至10月份全面巩
固提高，形成长效运行机
制，迎接全国爱卫会组织
的复审考核。

国家卫生城市迎复审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郑春笋)

3月1日，记者从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立案登记
制将在全市推行，届时将在
两级法院及其46处人民法
庭全面推行。将会大大提高
立案工作效率，解决“立案
难”、“打官司难”等问题。

据市中级法院立案庭
副庭长朱吉星介绍，德州市
将会推行立案登记制，即规
定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
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
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应当登
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
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
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
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
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

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
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
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据介绍，这一新的规定
改变了法院以往的立案模
式，增加了法院在决定立案
前先行接收当事人起诉材
料、登记并出具书面凭证的
义务，极大地保护了当事人
的诉权。

目前，全市两级法院及
其立案庭都正在积极开展
落实立案登记制度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不久立案登记
制将在全市两级法院及其
46处人民法庭全面推行，必
将大大提高立案工作效率，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立案难”、“打官司难”等问
题。

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

2015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政策于2月24日24时结束，春节免
费期间，京台高速德州段车流量达
18 . 7万辆，单日最高车流量出现在2

月24日(正月初六)达5万辆。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申毅

免费通车18.7万辆

3月1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
间，德州市卫生计生系统共计安排
医护人员值班37978人次，行政、后
勤值班6372人次，全市医疗机构门
诊89557人次、其中，救治鞭炮伤217

人次，救治交通事故伤者674人次。
本报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杜玉梅 郭凌

鞭炮伤了217人次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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